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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的話

為慶祝本校三十五週歲，家政學會特意焗製了35 
個pizza 給全校師生享用。 看見同學製作認真，
各人吃得開心，雖是十二月寒冬，全校卻洋溢著
無限暖意。

本年度的社際啦啦隊比賽加入慶賀35週
年校慶之元素。在社長及社幹事的帶領
下，各社員花盡心思設計不同的動作及
舞步，全校師生圍著四周每一個角落欣
賞演出，大家過了一個充滿動感的中午。

為慶祝本校35週年紀念，本校於2019年12月6日舉行了以「盡展光
彩」為主題的35週年校慶活動。當天活動有校園攤位遊戲、光彩校
園班際活動、83跑、pizza製作，以及爆谷、雪糕、章魚燒各種美
食分享。當天活動種類繁多，各老師、職員及學生均享受了輕鬆、
愉快的一天。

三十五週年校慶 — 盡展光彩 社際啦啦隊比賽 35週年 Pizza暖透心

對於香港、對於學校、對於各位同學、對於全體老師、以至對於我自
己，2020年確實是不平凡的一年。就在9月1日那天，老師一早到了學校，而
同學留在家中，懷着既興奮又忐忑的心情進行人生第一次網上開學禮的時候，
我到了醫院，並在翌日接受了一個歷時7小時的外科手術。雖然手術過程順
利，但是我仍須接受長達一年的化療和電療，相信在本文刊出並派送到各位手
上時，我仍然在接受治療和病假之中。

今次的病來得很突然，由發現身體有不適到醫生確診，由手術前的身體檢查到正式進行手術，前後也只不過
是半個月的光景。雖然患病是不幸的，但是在這個治療過程中，我仍發覺自己十分幸運。首先，我身邊有很
多支持我和關心我的親友、同事、家長和學生。當他們知道我生病後，立刻向我送來慰問和祝福，還有營養
食物和湯水等，令我十分感動，更令我明白縱使治療和康復的過程十分漫長，但我並不孤單，謝謝你們。

其次是我找到幾位經驗豐富、工作態度認真的醫生。他們不單為我提供醫藥，亦可以準確地預告我身體在每
一治療階段中的變化，好讓我可以預先作好準備，及早適應。

此外，在入院做手術前的身體檢查中，得知我身體的柔軟度比同年紀的人為佳，因此可以接受一個如此大型
的手術，而康復的過程亦十分順利。我很慶幸我小時候經常做運動，令我的骨骼和肌肉能夠應付今次的手
術，安全地和暢順地渡過這一關。

另一邊廂，由於疫情，學校被迫停課。不過，我們並沒有因為停課而將一切工作都停
下來。除了推行網上教學之外，學校亦趁此機會進行了幾項改善工程，其中包括改進
天台的水耕設備，使同學能更有效地參與相關STEM的活動。同時，亦在天台鋪設環
保地板，這類地板不但美觀，而且不會產生污染空氣的物質，有助保護環境。

另外，我們在地理室加設了一個儲存和展示教具的空間，讓同學能夠更容易地理解如
何將地理科學習與生活聯繫。

在銀禧花園旁，我們加建了一條小路，讓同學更易到達學生會的房間。除此
之外，我們亦重置了體育軟墊的存放位置，騰出操場的空間，讓同學有更多
休閑、閱讀或進行其他活動的地方。推行這些工程，都是希望可以為同學提供更適宜的環境來進行各
種學習活動，從而令學習變得更有趣味，學得更加牢固。同時亦釋放一點空間，讓同學鍛練身體，在注意學
業之餘，亦能照顧身體的發育成長，為不可預知的未來，作好準備。

何妙芝老師
張淑儀
助理副校長

張淑華
助理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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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禧花園銀禧花園

地下獎品櫃地下獎品櫃

第二禮堂休憩空間第二禮堂休憩空間

地理活動室地理活動室

天台水耕天台水耕

體育儲物空間體育儲物空間

新新

舊翼三樓洗手間優化工程舊翼三樓洗手間優化工程

為不可預知的未來作準備

舊舊

35週年才藝展耀日35週年才藝展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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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duation Ceremony 2020    Graduation Ceremony 2020   

2020 JUPAS Offer Result2020 JUPAS Offer Result

Future Stars -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0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0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Ms Tang Pui Han

Ms Tam Wai Yee

Leung Chin Wai 6BSubject

Ms Ho On Ki

The 2019-2020 Graduation Ceremony of Po Leung Kuk Lo Kit Sing (1983) College was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on 4th July, 2020. In view of the situation of COVID-19 pandemic, many traditional graduation 
ceremonies in Hong Kong were cancelled or held virtually. 

Despite the challenges, our principal and teachers knew how important it was to hold the ceremony 
and found new ways of honoring our students in-person. The ceremony was held on class basis 
in four sessions. All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wear face masks and beware of proper social 
distance at all times. The ceremony featured a full stage and program with graduates, parents and 
teachers. Participants heard inspiring words from Principal Law and a valedictory speech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of each graduating class. There were many cheers in celebration during the ceremony 
and each student had the chance to individually walk across the stage and take a class graduation 
photo. After the ceremony, graduates were allowed to have photo taking time with their beloved ones in our school and 
capture the memorable moment in four sessions. The ceremony was well received. Parents and students admired the 
special arrangement provided by our school. 

We are proud of our Class of 2020 and the resilience, fortitude, and perseverance they have demonstrated during the 
uncertain times in DSE preparation. These traits will serve them well throughout their lives, and we wish them all the best.

In 2020, about 88.7% of our S6 students were offered degree 
and sub-degree programmes. 2.6% of them were admitted to 
overseas and Taiwan universities. Students could choose multiple 
pathway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interests and abilities for their 
further studies.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be awarded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0.  I would like to show 
my greatest gratitude to the principal, my teachers, family and friends for their continuous 
encouragement.  Without their big support and guidance,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make 
progress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received this award. 

The award is a driving force to me. I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people who work hard often reap rewards or benefits.  I am now 
preparing for the HKDSE and I always remind myself that no 
pain, no gain and I will work hard to achieve my goal. 

In spite of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in medical field, 
many people still suffer from various diseases. Helping people 
in need has been one of my targets since I was small.  Being 
a physiotherapist is always my dream.  I hope one day I could 
help people with my medical knowledge.  

2020 HKDSE Results2020 HKDSE Results

Po Leung Kuk Scholarship

CHUNG CHIN HONG 2A

HAU CHUN MING 3A

CHIM HIU MAN 4C

NG WAI LAM 5A

LO ANDY 6C

CHAN HAILEY Year 1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Best Improved Scholarship 
(Po Leung Kuk Lai Li Hing Charitable Fund)

WU WING YIN 6B

HUI HO MAN 5D

SZE CHAK MING 4B

Po Leung Kuk Wong Yat Sin Scholarship

CHUNG HIU TUNG 5A

WONG CHEUK FUNG 5B

KO TSZ HIN 4A

CHEUNG HUI IP 4A

CHU SIU CHEUNG 6A

Po Leung Kuk Ng Sun Chink Sarn Memorial Scholarship KONG CHEUK YING 4B

Po Leung Kuk Wu Ho Wing Ching Memorial Education Fund
KONG CHEUK YING 4B

KONG TSZ CHUN 6A

Po Leung Kuk Wu Ho Wing Ching Memorial Education Fund

CHIM HIU MAN 4C

NG WAI LAM 5A

LO ANDY 6C

Po Leung Kuk Wu Ho Wing Ching Memorial Education Fund

LI HUI KWAN 3C

CHENG TUNG 5C

LAI CHEUK LAM 6B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 Education Fund CHIM HIU MAN 4C

Po Leung Kuk Ho Yuk Ching Children & Education Fund LI MAN HOI 5A

Po Leung Kuk Fook Chun Scholarships MOU YUNG FONG 5C

CHU SIU CHEUNG 6A

CHEUNG CHUN WAI HENRY 5A

IP PUI TUNG 5B

WAI SUET YING TERESA 6A

TSANG HOI SUM 5C

FONG KAN 6A

CHONG WUN YUK 6C

TSE KA YUEN 5A

LAI YAN YI 5D

NGAI WING YIN 5C

KONG TSZ CHUN 6A

CHENG NGA TING 6B

CAI KIT MING 6A

YAU KIN UE 5D

CHOW SIN TING 6C

LI YUE CHING 6B

MAN KIN HANG 6B

WONG CHEUK FUNG 5B

HUNG TSZ CHUN 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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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Stars - Future Stars -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0     Upward Mobility Scholarship 2020     

Salmon Jack, our new C-NET

SITAR Corey, our new NET

Tsuen Kwai Tsing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Andy Lo 6C

Hi everyone! For those of you I haven’t met yet, I’m Mr Jack, your new CNET for the 2020-21 school year! 

I am originally from the county of Nottinghamshire in the UK. You may be familiar with this fairly 
unremarkable part of the world if you’ve heard the story of Robin Hood (S1 students, I’m looking at you)! 
I’m not sure how well-known this legend is outside of the UK, but it remains my go to for explaining where 
I’m from! 

I imagine like many of you are planning on doing, I left home to go to university when I 
turned 18. I studied History and French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and as a part of 
my course,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spend a year studying in the southern French city of 
Toulouse! Both are fantastic cities in their own, and I’d certainly recommend paying them a visit 
if you ever find yourself in Western Europe and at a loss for things to do! I feel that my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three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a more diverse cultur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 something I hope  
to share with the students this year! 

I have been in Hong Kong for nearly 3 months now and I really do love it! I feel very fortunate to have been placed in PLK 83. Even 
though I haven’t been here long, I can already tell that it’s an excellent school, with great students and staff! I truly hope I get the 
opportunity to get to know as many of you as possible. Whilst most extra-curricular English activities aren’t running at the moment due 
to COVID-19, please feel free to come and see me in the English corner! I’m here to help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or concern about 
English, or just want some casual and relaxed speaking practice. 

I’m a big sports fan, especially football (big love to Everton FC), 
athletics and swimming - but I also enjoy a good read and am 
(unsurprisingly given my degree) a bit of a history buff. I want to hear 
about your interests and goals too, so as I mentioned earlier, don’t 
hesitate to come to my classroom for a chat! My door is always open 
(even if it’s closed)!

Best of luck to all of the students doing their public exam this academic 
year! It’s been an unusually tricky period but I’m confident your hard 
work and perseverance will pay off! 

Hello students! My name is Corey Sitar, your new NET for this year and next year. I was very excited 
when I learned I would have the chance to teach at PLK 83. This school has a great reputation in 
Hong Kong and I feel very lucky to get to teach so many of you in the next few years.

I am from Sioux Lookout, Ontario, Canada. It’s a very small town with only 3,000 people. So, you 
can imagine how big Hong Kong seems to me. Though I grew up in Canada, I have lived in Asia 
since 1999. I lived and worked in South Korea for almost 20 years. I’m sure many of you love K-pop, 
so you know a lot about Korea. I think South Korean students are very similar to Hong Kong students; 
they are hard-working, determined, and eager to learn. 

I have many hobbies, but I like to read books, play sports, 
and travel most. I enjoy playing baseball, golf, and hiking. I 
have visited about 20 countries, mostly in Asia. This is why I 
am so excited to live and work here. I think Hong Kong has 
such an exciting mix of Asian history, culture, people, and 
food.

I will spend most of my time in English Corner 1, so please 
stop by whenever you have a question about English, need 
help, or just want to chat. I am very eager to meet you all 
and look forward to helping you improve your English skills. 
So, don’t be shy!

What does outstanding mean? Achieving academic excellence? Being a member of 
the school basketball team? This reminds me of a letter from a Principal in Singapore to 
parents before the exams. It has gone viral on the Internet. In the letter, the Principal stated, 
‘Amongst the students who will be sitting for the exams, there is an artist, who doesn’t need 
to understand Math… There is an entrepreneur, who doesn’t ca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This truly inspired me. I realised that we are outstanding in our own way. 
Howeve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often shut the doors to unknown possi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to unleash our genuine potentials, owing to academic pressure and 
expectation from others. Instead of being moulded into exam machines that aim to get 
A grades and then be a doctor or a lawyer, I have taken part in various activities like 
JA Company Programme, HK200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and HKUST Business 
Youngsters Programme to discover my inborn qualities and strengths. These activities 
also provided me with ample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around the world. Remember, we 
are all talented in our own way, so do not let others define you.  Spread your wings and realize your full potential. 3



1st Staff Meeting1st Staff Meeting

Farewell C.NET Mr. ClaytonFarewell C.NET Mr. Clayton

Librarian TeamLibrarian Team

School Opening by WebinarSchool Opening by Webinar
Staff Development DayStaff Development Day

Voluntary Service GroupVoluntary Service Group
IMC VisitIMC Visit

STEM WorkshopSTEM Workshop

Music FestivalMusic Festival

IMC Teacher Manager ElectionIMC Teacher Manager Election Jockey Club Coding For Jockey Club Coding For 
Community ProjectCommunity Project

83 Run83 Run English Fun DayEnglish Fun Da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atching movie “I’m Livin’ It” watching movie “I’m Livin’ It” 

sponsored by PLKsponsored by PLK

S.1  Experiential Learning DayS.1  Experiential Learning Day4



「感恩有你」建立「感恩有你」建立
正向關愛校園正向關愛校園

中一迎新日中一迎新日

中國文化劇場中國文化劇場

全體員工鼎力支持全體員工鼎力支持
保良局賣旗活動保良局賣旗活動

疫情不減敬師之心疫情不減敬師之心

83義工團隊83義工團隊

中六加油站中六加油站

中學巡迴教育劇場中學巡迴教育劇場

保良局2020VS線上挑戰保良局2020VS線上挑戰

微塑膠污染環保講座微塑膠污染環保講座

一帶一路	學童一帶一路	學童
有「腦」捐贈儀式有「腦」捐贈儀式

中國文化日中國文化日

升中講座升中講座

保良局教育心理學家保良局教育心理學家
鍾珮琪女士講座鍾珮琪女士講座

敬師日嘉許樊達賢老師敬師日嘉許樊達賢老師 5



葵青區學界水
運會男子乙組

葵青區學界水
運會男子乙組

4X50米自由泳
接力賽冠軍

4X50米自由泳
接力賽冠軍

	1.學術
比賽名稱 獎項 發獎機構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19（香港賽區） 銀獎 奧冠教育中心

2019	第十三屆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大獎 The	Vice-Chairman	
of	Congress,	Korea

2019	第十三屆數理科學創意比賽 銅獎 The	Vice-Chairman	
of	Congress,	Korea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準決賽2019-2020 優異 奧冠教育中心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2020 優異 香港電台

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有聲好書2020 粵語組
十強 香港電台

高校科學營2019	-	優秀營員徵文 優異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
賽馬會智慧城市樹木管理計劃-	

「識樹惜樹，人樹共融」學界徵文比賽 冠軍 賽馬會

「通識徵文比賽第27-28期」第十季度 優異 香港電台

5.其他
比賽名稱 獎項 發獎機構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年度書獎 冠軍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年度書獎 亞軍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

樂繫校園大獎 中學組傑出
大獎

浸信會愛羣社會
服務處,	教育局及
教育大學

21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2019/2020)	 代表團成員 教育局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2020 優異 香港電台
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有聲好書2020 粵語組十強 香港電台

高校科學營2019	-	優秀營員徵文 優異	 香港學生
活動委員會

綠得開心學校大獎 季軍 香港電燈
保良局創意年宵-青年創業體驗計劃

「鼠」不簡單動感創意坊 最受歡迎獎 保良局

JA學生營商體驗計劃
最有進步獎

青年成就香港部最有價值
隊員

2.藝術及音樂
比賽名稱 獎項 發獎機構	

201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		
管樂團比賽	(中學中級組) 銅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校際合唱比賽 銀獎 香港合唱新力量
香港校際合唱比賽	2020 銀獎 香港合唱新力量

4.舞蹈
比賽名稱 獎項 發獎機構	

第三十六屆中西區舞蹈比賽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第三十六屆中西區舞蹈比賽 銀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3.體育
比賽名稱 獎項 發獎機構	

葵青區學界游泳錦標賽	-	
男子乙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男子甲組50米背泳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男子甲組

200米個人四式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男子乙組100米胸泳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男子乙組50米胸泳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男子乙組50米背泳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男子乙組團體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3.體育
比賽名稱 獎項 發獎機構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女子乙組50米蝶泳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女子乙組

200米個人四式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女子乙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水運會女子乙組團體 第六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鐵餅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5000米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1500米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男子甲組標槍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甲組100米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甲組200米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100米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200米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400米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

4X100米接力 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田徑比賽女子乙組團體 第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越野賽男子甲組 個人獎-第
六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越野賽男子甲組 團體獎-第
六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越野賽女子甲組 個人獎-第
五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越野賽女子甲組 團體獎-第
七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越野賽女子乙組 個人獎-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葵青區學界越野賽女子乙組 團體獎-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9-2020獎項

賽馬會智慧城市樹
木

賽馬會智慧城市樹
木

管理計劃學界徵文
比賽

管理計劃學界徵文
比賽

徵徵文比賽冠軍得獎者文比賽冠軍得獎者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年度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年度
書獎冠亞軍書獎冠亞軍6



9月下旬，全港學校須恢復面授課堂。為提
供安全及衛生的學習環境給本校師生，學校
在復課前執行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環境衞生方面，學校聘用專業清潔公司進
行全校大清潔，學校工友亦替學校禮堂、
課室及特別室定時進行消毒，確保校舍清
潔衞生。

防疫設施方面，學校於正門位置安裝了1部
固定式的紅外線自動體溫探測儀及3部直立
式體溫探測機，讓進入學校同學能更便捷
地量度體溫，有助縮短早上學生排隊進校
時間，避免人群聚集。學校在第二禮堂進
食區內的餐桌上及視藝室的工作枱上加裝
隔板，令學生接觸時仍能保持適當距離。

消毒設施方面，學校於大門、禮堂、每間
特別室及課室的出入口放置了自動感應酒
精消毒機，讓每位師生進出時，可替雙手消毒，保持衞生。學
校亦在每個廁格加裝廁板消毒機，令使用者可更輕鬆使用並有
效消毒廁板，防止交叉感染。

以上防疫措施有賴學校全體成員上下一心、互相合作，才能成
功執行，確保我們在一個安全衞生的環境中學習。

教育局早前宣布全港學校將於9月23日及9月29日分兩個階段
恢復面授課堂，根據教育局指引，學校需逐步恢復面授課堂，
並實行半日上課，以減低感染風險及讓學校有較大空間清潔校
園。

為了準備復課，學校安排老師在禮堂討論及制定相關措施。

為減少學生排隊進入校園，學校安排不同年級的學生在不同時
段分別使用學校正門或後門進出校園，而學校需要重新編排各
班上課時間表。由於課堂時間縮減至每節30分鐘，老師會調適
教材及教學活動，令課堂更緊湊有效。老師亦運用電子學習平
台 (Google Classroom) 發放教材及課業，讓同學的學習不受
環境、時間等限制，有助提高學與教效。此外，學生更可按個
人學習進度，循序漸進，促進自主學習。 

為促進及鞏固學生學習，學校為學生安排下午網上增潤課，學
生須於面授課堂完結後，按時間表在家中出席網上增潤課。

卓越追求           學教新猷卓越追求           學教新猷

防疫校園設施防疫校園設施

正向人生              篤志前行正向人生              篤志前行

復課準備- 防疫校園

復課準備- 網上學習      

      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陳偉傑助理副校長

全力以赴,	成績斐然全力以赴,	成績斐然 互信互勉		正向價值互信互勉		正向價值積極裝備,	創新教學積極裝備,	創新教學 「感恩有你」建立正向思維「感恩有你」建立正向思維

本年度關注事項

探熱器探熱器

地點：升降機、樓梯、各班地點：升降機、樓梯、各班課室課室

地點：第二禮堂地點：第二禮堂

地點：各班地點：各班課室課室、特別室、禮堂、特別室、禮堂

地點：地下前後門地點：地下前後門

地點：各班課室、禮堂、語文實驗室、特別室、洗手間地點：各班課室、禮堂、語文實驗室、特別室、洗手間
消毒校園消毒校園

設置隔板及保持安全距離設置隔板及保持安全距離

課堂保持「面對背」方式單行及安全距離課堂保持「面對背」方式單行及安全距離

消毒機消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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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六年前的我，帶著剛小學畢業的女兒來到這陌生的學校，參加迎新講
座。轉瞬間六年的光陰已過去，我的白髮也偶爾會跑出來。如今女兒已完成
六年的中學生活，正在她的理想路途上努力拼搏；開始她人生旅程的另ㄧ開
端。期望她能振翅高飛，健康快樂足已。
那次的迎新講座巧遇家校合作的羅老師，在她誠懇的邀請下，我本着能夠陪
伴女兒中學生活的快樂成長，樂意之至參加了家教會的工作。深深明白家校
是道橋樑，為學生為子女為她們的美好明天各自努力。
陪伴，是最珍貴的禮物。能夠陪伴女兒中學生活健康成長倍感幸福。
擔任了六年的家教會財政。當中認識了校長、老師、委員和熱心的家長義工
們。感謝他/她們無私奉獻出寶貴的時間，熱心參與家教會和學校所舉辦的
活動。期間感受到學校重視家校合作，舉辦各種活動為促進家校溝通、幫助
子女更容易融入八三大家庭，從而了解學校和家長各自的目標，目標ㄧ致向
前邁進。
我很欣賞學校能夠給予各同學不同的學習機會，使同學擴眼界、增自信。為
明天的理想紥下堅實的基礎。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 (羅達慶主席)
所有申請經討論後均獲通過，主要內容包括中三級台北文化交流團、新加坡英語交流團及德國文化
交流團。
校長校務簡報: (羅頴忠校長)
校方為了擴闊學生視野，本年度將舉辦德國文化交流團。初中及高中學生均預留一定名額，報名的
學生需分享其學習心得、展現才藝，藉此鼓勵學生全人發展。
十月期間，四名中三及中四級學生到韓國參與4D創意數學科學解難國際比賽，表現出色，並取得冠
軍及季軍。
學校於2018-2021年度的三年計劃中，關注項目為「卓越追求，學教新猷」，教與學方面，為了
提倡自主學習和電子學習，校方在校園設立了天璣角(Meteor)，學生可以利用平板電腦借閱電子書
籍，藉此提升他們電子學習的興趣。
葵青區家長教師聯會跟進工作報告 (羅達慶主席)
羅主席及副主席鄧太將代表出席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之周年會員大會。
二零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工作匯報 
15/10	 中一家長校園遊與班主任真情對話順利舉行，家長委員對學校安排真情對話予以正面評價，
既可了解學生在校內的情況，也可與其他家長交流、分享。家長反映中一學生仍處於適應階段，因
面對功課及適應新環境等問題感到不安，建議校方可舉辦增強自信心及培養班級經營的工作坊，讓
學生得到朋輩支持。
第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暨第十六屆就職禮已於9/11順利舉行，當天邀請資深職業治療師麥何小娟女
士為主禮嘉賓以及擔任親子講座「如何在有限資源培育孩子成材」講者。
黃福基先生和黃克仁先生負責收集2019/2020家教會會費事宜，所收會費總額	 $21300，已全數已存
入本會戶口。
三十五周年才藝展耀日(校園祭)活動順利舉行。家長委員表示活動當天氣氛良好，各班攤位活動及
83Run令師生樂也融融，家長委員對學校的安排予以正面評價。羅校長感謝家長委員及義工的幫
忙，以及家教會贊助棉花糖及爆谷攤位。
學校資訊日活動於7/12順利舉行，家長委員對校方當日的安排以及答問環節予以正面評價，既可讓
區內家長對學校有更多認識，也可與其他家長交流、分享。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 (羅達慶主席)
因疫情關係，停課期間，會議以ZOOM	 形式進行；復課隨後回復實體會議，並追認有關議案。所有
申請經討論後均獲通過，主要內容包括學生用紙品文具、暑期習作、中西樂團、中一午餐供應及小
食部等。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取消中一午餐試食會，改由家長代表出席評選會議，參考過往的評價及供應商
提供的資料選出來年午餐供應商。
校務簡報 (羅頴忠校長)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中一中西樂器班已於2020年1月起暫停。為免本年度中一生失去「一人一樂
器」的學習機會，決定將中西樂器班順延至2020/2021中二級繼續進行。
校方及老師考慮到網上與實體教學的落差，復課後中一至中五各科組均製作重點溫習筆記，好讓學
生更易掌握ZOOM教學期間的課堂，作更有效的總結性溫習。羅校長提醒家長督促學生好好利用筆
記，為考試作好準備。
IMC家長校董任期修訂建議
根據章則，家長校董選舉均須每年舉行，任期為一年。	
為簡便學校行政工作，保良局建議將家長校董任期由一年修訂為兩年選舉亦改為兩年一度。與會所
有委員一致同意修訂IMC家長校董任期為兩年。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 (羅達慶主席)
所有申請經討論後均獲通過，主要內容包括學生會費、社費、旅遊巴、體育制服、學生證、聆聽考
試器材、文教材料、口罩以及BYOD。
校務簡報 (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2019復課準備:	 按教育局指引，中一、五及六於9月23日復課。中二、三及四則於9月29日復課，將
以分流方式安排不同年級在不同時間回校，小息及放學時間亦不同，以減少人群聚集。
a)課堂安排
改為半天上課，下午則再安排以網上課堂形式進行增潤課程。
b)環境衞生
校舍已進行全校大清潔及消毒，學校大門安裝了體溫探測機，每個課室以及特別室門口亦已安裝酒
精消毒機、每個廁格加裝廁板消毒機。
食物部枱椅限坐4	人並以膠板分隔，以確保學生保持社交距離。
c)學生成就		
為可容納更多獎牌、獎杯以展現更多學生的成就，暑假期間學校更換大堂入口獎品櫃。
受疫情影響，過去半年，可供學生參與的比賽寥寥可數。但本校學生表現超卓，6C盧安迪於7月參
加由學友社舉辦的「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019-2010」，從三百多位參賽者中獎脫頴而出，獲選為
十位「傑出中學生領袖」之一。
本校在行動連繫、知識連繫、情意連繫、人際聯繫和家、舍聯繫五個範疇均有傑出的表現，所以剛
於9月1日獲得第二屆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	創新大獎。
d)教與學
為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及透過電子學習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學校本年度起推行電子學習自攜
裝置(BYOD)計劃。
有見(BYOD)計劃或會加重有經濟需要學生的財政負擔，綜援、全津以及半津學生家長可向學校報
名，申請關愛基金資助，讓學校代每名受助學生訂購iPad及基本配件以方便進行e-learning。
e)設備增善
為優化校園休憩空間，學校已在小食部添置沙發供學生休息。
保良局和屬校學校一直關注學生的精神健康，學校本年度將會推展不同的關愛及正向教育。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簡報（羅達慶主席）
所有申請經討論後均獲通過，主要內容包括中五補練習。
校務簡報 (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本年度第一次CCA	Day原定10月13日，因應8號風球停課，現改為12月	8日舉行。
中一家長與班主任真情對話已於10月19日以ZOOM形式順利完成，80位家長積極參與，反應良好，
活動令雙方有很好的交流機會。
法團校董會已通過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標書，校方將發出電子通告通知成功申請學生的安
排。供應商將為學生提供網上訂購服務，亦會於11月9日在學校設立銷售攤位供學生及家長到校訂
購。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選舉結果 
收回票數為619，有效票為566，有30張白票，23張廢票。
以下為點票結果：

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互選職位
主　席	 羅達慶先生
副主席	 詹家銘女士、關立新助理副校長
文　書	 陳少頌女士、樊達賢老師
司　庫	 黃頴潔女士、呂惠儀老師
康　樂	 馬月珊女士、麥月娥老師、范小鳳老師
聯　絡	 周可靜女士、羅玉群老師
總　務	 曾劉玲芳女士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第十七屆執行委員會就職禮安排及工作分配
活動將於14/11舉行。主禮嘉賓為保良局教育心理學家鍾珮琪女士。典禮將於下午2:00開始。回校預
備及綵排時間為上午11：45。因疫情關係，為免人群聚集，除了全體老師、家長委員及家長義工，
將不會邀請其他嘉賓。典禮的錄影將稍後上載校網。

第十七屆執委會週年選舉日程表

陪伴，是最珍貴的禮物！陪伴，是最珍貴的禮物！

家長家長
的話的話

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二次會議

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三次會議

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四次會議

2019-2020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五次會議
暨2020-2021年度家長教師會執委會第一次會議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執委會會議紀錄撮要

黃福基先生
(家教會委員–財政)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日期：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17屆執委會週年選舉日程表
2020年 流程
29/9	(二) 派發家長信，呼籲參選
9/10	(五) 截止遞交提名回條
13/10	(二) 候選家長遞交政綱
16/10(五) 派發投票表格、全校家長投票
22/10	(四) 交回選票	(22/10點票)
23/10	(五) 召開執委會議，新舊委員共同出席，新委員互選職位
14/11	(六) 週年大會暨就職典禮

候選人 所得票數
1 周可靜女士 237
2 馬月珊女士 247
3 陳少頌女士 210
4 黃頴潔女士 254
5 詹家銘女士 233
6 劉玲芳女士 218
7 羅達慶先生 424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訂於2020年
8月舉行中一暑期英文班，現延期至最遲
2021年7月，到時會個別通知已獲取錄
的同學。
希望疫情快些過去，我們可以恢復一切
活動。

預告

新舊委員合照新舊委員合照

家教會晚上開會中家教會晚上開會中

學校資訊日學校資訊日

第17屆家教會委員選舉點票第17屆家教會委員選舉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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